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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服事的傳承者

專業中 家庭裡

事奉上

神的呼召、感動、與帶領

人們身心靈的需要 神所託付的資源

良善的僕人、忠心的管家



成為神服事的傳承者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
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And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heard from me 
among many witnesses,  

commit these to faithful men  
who will be able to teach others also. 

（提摩太後書：二2, NKJB） 



為什麼『傳承』？



為什麼『傳承』？

Thrusting people into jobs  
without first giving them preparation  

is like throwing non-swimmers into the ocean 
without life jackets.   

若是沒有先預備一個人， 
就將其丟入工作、服事中， 
就好像將一個還不會游泳的人， 

沒有讓他穿救生衣就把他丟入大海中。 

— by Dr. Warren W. Wiersbe from his book  
『On Being a Servant of God』



為什麼『傳承』？

人之所以犯錯誤， 
不是因為他們不懂， 

而是因為自以為什麼都懂。 

— by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法國著名的教育學家、思想家、及文學家） 



為什麼『傳承』？

『摩西』與『約書亞』 
  

『以利亞』與『以利沙』 
  

『保羅』與『提摩太』  
  

『耶穌』與『門徒』



為了『事奉』的『延續』

摩西召了約書亞來、 
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對他說、 

你當剛強壯膽、 
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 

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 
你也要使他們承受那地為業。 

 
（申命記：三十一7）



為了『事工』的『擴展』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 

（約翰福音：十四12） 



為了『生命』的『成長』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 
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提摩太前書：四12, 15）



為了『信心』的『傳遞』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 
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Let each generation  
tell its children of your mighty acts;  

let them proclaim your power. 

（詩篇：一百四十五4, NLT） 



為什麼『傳承』？

為了『事奉』的『延續』 

為了『事工』的『擴展』 

為了『生命』的『成長』  

為了『信心』的『傳遞』 



什麼是『傳承』？ 



『生命、品格』的傳承

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
信心、寬容、愛心、忍耐。 

But you, Timothy, certainly know  
what I teach, and how I live,  

and what my purpose in life is.  
You know my faith, my patience, my love,  

and my endurance. 

（提摩太後書：三10, NLT） 



『感動、負擔』的傳承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只管求我。 
 

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列王紀下：二9）  



『事工、技巧』的傳承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 
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He cared for them with a true heart  
and led them with skillful hands. 

（詩篇：七十八72, NLT） 



『智慧、經驗』的傳承

我所禱告的， 
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increase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in all experience. 

（腓立比書：一9, NMB） 



什麼是『傳承』？ 

『生命、品格』的『傳承』  

『感動、負擔』的『傳承』 

『事工、技巧』的『傳承』 

『智慧、經驗』的『傳承』 
 



如何來『傳承』？



如何來『傳承』？

不是有人『丟』、有人『撿』 
  

不是有人『終止』、有人『開始』 
  

不是有人『掌控』、有人『被控』 
 



有人願意『教』、有人願意『學』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 
為父的卻是不多。 

For though you might have  
ten thousand instructors in Christ,  
yet you do not have many fathers. 

（哥林多前書：四15a, NKJV） 



有人願意『放』、有人願意『接』

我們在『傳承』的時候， 
要懂得『放手』， 

但是更難、卻也是更重要的， 
是要學習『放心』。 

— by  許中良牧師  
（淡水沙崙信心聖經教會） 



不求『完美無缺』、在意『長大成熟』

各樣事務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 

For there is a proper time  
and procedure for every matter.. 

（傳道書：八6a, NIV） 



不論『個人地位』、看重『神的國度』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約翰福音：三30） 



如何來『傳承』？

有人願意『教』、有人願意『學』 

有人願意『放』、有人願意『接』 

不求『完美無缺』、在意『長大成熟』 

不論『個人地位』、看重『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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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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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負擔』的『傳承』 

『事工、技巧』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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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來『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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